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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花腰彝族服饰构成研究
许

毓袁叶洪光

渊武汉纺织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袁湖北 武汉 430073冤
花腰彝族是彝族的尼苏支系中的一个分支，
它因浓艳多彩的花腰服饰而得名。笔者采用田野考察和
文献研究方法，
以花腰彝族盛装服饰为代表，
对花腰彝族服饰的女装及男装构成进行探讨分析。研究表明：
花腰彝族服饰构成丰富，结构独具民族特色，刺绣纹样精美，不同分类的花腰彝族服饰都折射出了花腰彝
族人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多层次的文化内涵。花腰彝族服饰构成的研究对现代服装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作
用。
刺绣；
色彩
花腰彝族；
服装构成；

云南花腰彝族因其浓艳多彩的服饰而得

结构图展示花腰彝族服饰的构成在展现其民

名，由于区域、用途、年龄等因素的差异，花腰

族文化内涵和特色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彝族自然形成了多种风格样式的民族服装。服

1 花腰彝族女装构成

饰的多元化风格主要体现在其服装面料搭配、

1.1 成年女装构成

刺绣色彩和纹样组合等审美差异上的区别，
但

花腰彝族成年女装主要由黑筒裤、绣花

花腰彝族服装结构和服饰构成都相类似。现在

鞋、肚兜、长衣衫、对襟褂、系腰带、花腰帯、抹

还没有学者对花腰彝族服饰的分类进行过系

巾和帽子九部分构成（图 1）。每一个组件都是

统的研究，有学者对花腰彝族服饰进行过一些
划分，认为花腰彝服饰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
是按用途划分,可将其分为寿装、嫁装、劳动
装；另一种是按照年龄段划分,可分为儿童服
饰、青年服饰、壮年服饰、老年服饰。[1]花腰彝族
老年服饰与成年服饰的组构基本相同，只是在
服饰色彩搭配风格和刺绣纹样设计上有较大
的区别。花腰彝族服饰盛装是花腰彝族人在过
年过节或参加婚宴时穿着的服饰，笔者从性别
上将花腰彝族盛装主要划分为女装和童装两
种，女装包括成年女装和女童装，男装包括成
年男装和男童装。文章从花腰彝族服饰构成上
展开系统的艺术特征分析，对其纹样组织、色
彩搭配、刺绣装饰等多方面深入探析，最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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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成人女装正面图服饰

（b）成人女装正面图服饰

图 1：花腰彝族女装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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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由于其构成复杂，花腰妇女们每

在鞋口外围都
3，
马缨花纹都以平针绣来表现，

次都要用上二十多分钟来穿戴，下文将按照花

会有一圈红白相间的织网绣进行装饰（图 3）。

腰彝族人一般的着装顺序来对其服饰构成进

如今的绣花鞋已越来越少，现在的花腰彝族女

行分析研究。

子大多喜爱穿着黑色小布鞋，因为绣花鞋不便

（1）黑筒裤

于劳作和保养，只有节庆时候才舍得穿着，而

花腰彝族裤子面料多为黑色绒布或土布，
裤子是宽松的直筒型，腰部多用弹性皮筋收

黑色小布鞋比较耐脏，
而且与黑色的筒裤也较
为搭配。

缩，穿着方便快捷（图 2），
老款的裤子裤头宽大
不带皮筋 ，且 多为扭裆
裤，在裤裆处有块有菱形
布对折形 成的 前后两 个
三角形，以加大裆量，便
于活动。[2]花腰彝族成人
女裤的长度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少女七分长裤，花
腰彝族姑娘在 跳舞 的时
候双脚灵活自如，半露的
小腿体现出其 活跃而健
康的姿态；中年妇女裤长

图 2：花腰彝族女装中的
黑筒裤

图 3：花腰彝族女装中的绣花鞋

（3）肚兜

至脚踝，款式保守而稳重。花腰彝族裤脚边都

与汉族
花腰彝族成人女装中的肚兜较小，

装饰 有整圈 的 刺 绣花 边 纹样 ，绣 片宽 约 为

的肚兜有较大的区别。汉族的肚兜实用性较

15cm。绣片底布多为绿色或蓝色，绣片上下边

强，
而花腰彝族的小肚

缘各有一道红白相间网格纹，向内各有一道狗

兜主要起装饰作用。肚

牙绣，并以金色绣线勾边。绣片中间有多层二

兜的结构分为上下两

方连续纹样，譬如火焰纹，彝族花腰人对火有

个部分，
肚兜穿戴后上

崇拜之情，视火为神圣。[3]刺绣纹样由红色绣线

部是贴于腹部，
而下部

绣成，花心常用玫红、黄色和蓝色等多种色彩

是显露在外的。所以上

点缀。

多以彩
部无任何装饰，

（2）绣花鞋

色棉布做成，
上端固定

图 4：花腰彝族女装的肚兜

花腰彝族女子的鞋子用多层厚布做成，鞋

有系带，
直接挂于颈部。下部主要以装饰为主，

子多为平底船型布鞋，舒适的鞋子便于劳作和

底布绣片为正梯形，上面加以多层矩形绣片，

舞蹈。鞋面多以绿色或黑色为底色，在面料上

且绣片外边缘多以橙色布条包边。图 4 肚兜绣

常常绣以十余朵二方连续的马缨花纹样作装

片为绿色底布红色绣花，刺绣花纹有山茶花、

饰。马缨花是彝族大山中常年盛开的花，也是

杜鹃花、马缨花和网格纹等多种图案，花心都

花腰彝族刺绣纹样中最常用的花卉图案，其色

用彩色绣线点缀，
绣片的转角处加有三角形组

彩鲜红似火，
彝族是崇尚火的民族。绣花鞋上

合的银泡作装饰。[4]肚兜这一构件填补了花腰

的马缨花纹样的配色因个人的喜好而定，花朵

彝族成人女装中腹部位置的装饰空缺，
它的存

多为大红或玫红色，
花心则为金黄等花色。如图

在使其服饰的整体装饰布局更加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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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衣衫
长衣衫是穿在里面的长款袍衫，立领长袖
（图 5）。衣身色彩以个人喜好来选择搭配。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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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层的刺绣纹样各异。如图 6，
衣摆花纹多由
杜鹃花、山茶花等彝寨山上常开花朵为元素，
一层一种花样成二方连续图案分布，
花瓣都用

衫的前后衣片、肩部和袖子的颜色各不相同，

大红色绣线绣成，花心是用彩色亮片构成，绣

多选用不同的色彩和面料来进行拼接。常用的

花底布多为绿色。

拼接色彩有大红色、枚红色、绿色、蓝色和黑
色，这五种色彩都为花腰彝族服饰中经常使用
的面料色彩，
色彩搭配风格相统一。[5]衣衫肩部
图
两边各有一块方形结构，上面多作贴布绣，
案为倒三角形的火焰纹，黑色贴布红色线锁
边，尖角一端有银泡作装饰。

图 6：
花腰彝族女装中的衣衫后摆装饰

（5）对襟领褂
褂子穿戴于长衫之外，圆领对襟方形，款
式较简易（图 7）。褂子多选用黑色布作面。前后
两片于肩线处连接，
领褂无袖窿且前后片的两
边侧缝不缝合，
只是在胸围线位置用一长条绣
长约 15cm，
上面
带连接前后衣片，
宽 5cm 左右，
图 5：花腰彝族女装中的长衣衫正面

袖子的颜色以肩部颜色成对比色，衔接线
上都覆盖有一圈刺绣装饰纹样，纹样多为“织网
绣 + 二方连续花卉纹 + 狗牙纹”
的组合形式。[6]
袖子的袖口都以黑色宽边进行拼接，袖口宽度
约为 10cm，袖口正面还绣有一朵正三角形的马

绣有二方连续纹样和织网绣纹样。衣片上的刺
绣纹样分布的位置都在门襟、
衣片侧边和后片
中心部位，
领口外围有两层红白挑绣方形网格
纹样装饰，最外层绣有红色锯齿形太阳纹，前
中领口处有银泡作装饰，中间用银币扣固定。
纹样都
前后片的刺绣纹样都呈左右对称分布，

蹄花独立纹样，花朵是由平针绣法和红色绣线
绣制而成，红与黑的色彩组合正反映出了彝族
人崇黑尚火的民族风格。
长衣衫为门襟都为右衽，多用两颗盘扣固
定，结构似旗袍，左右两边侧缝自腰线以下开
衩，
便于活动。衣服前片较后片长，且分为左右
两片，穿着时要将前片向上翻起后系于腰间，
其翻起的位置刚好可以将肚兜下部装饰部分
露出。衣服的后片不用上翻，盖于臀部之外，
长
度至膝盖。前片衣摆无任何装饰，后片衣摆则
布满了刺绣纹样，绣片层层相叠，多至 7、
8 层，

（a）领褂前片

（b）领褂后片

图 7：花腰彝族女装中的对襟领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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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宽系带的中间段，
佩戴时绣片露 于后腰
部，遮盖臀部，系带从
后往前打结固定。大腰
带上的刺绣最为饱满，
整个方形绣片 都不满
了不同纹样和形状的
小绣片，多由长条形、
正方形、
正三角形绣片
（a）平针绣法图

（b）背部挑花绣

（c）七彩布条装饰

纹样以花卉纹样为主，

图 8：花腰彝族女装中的装饰手法

还
绿底红花，
彩色花心，

是为纵向的二方连续纹样。领褂背片中部都有
一长方形的装饰区域，装饰手法有分为三种，

构成。大腰带中的刺绣

有橙色边条滚边，
以突出其绣片的轮廓。

如图 8 中的（a）是最常见的平针绣花卉图案的

火草花腰带：火草花腰带同样是由两片相

连续纹样，中间还穿插有网格绣纹样；图 8 中

同绣片组成，但其外形、装饰手法与大腰带完

的（b）是挑花绣、平针绣和织网绣的组合刺绣，

全不同（图 10）。火

这种组合装饰较少见；图 8 中（c）则是用七彩

草花腰带绣片为

布条拼接作装饰，这种装饰手法多出现在老年

长方形，针法主要

女装中。领褂下边衣摆处无绣片装饰，
因为褂

是挑花绣，在白色

子外面还要佩戴花腰带。

底布上用红色线进
行挑花，纹样都为

（6）系腰带
系腰带有两种，一种布满平针绣的大腰

简单几何形连续图

带，另一种是挑花绣而成的火草花腰带。这两

案，绣片下端还有

种腰带选其一而佩带，佩带位置和方式相同，

会用网格绣纹样作

都是将系带系于前腰，两片绣片则挂于后面。

装饰。腰带的下边

系腰带和花腰帯是不同的构件，花腰带则是佩

吊有 7 至 8 条串珠

戴在系腰带之上的。

流苏，
流苏装饰都是通过手工制作而成，
流苏上

大腰带：大腰带

的花球叫火草花，由红色毛线和白色毛线球做

图 10：
花腰彝族女装中的火草花腰带

成了，
花球的制作手法叫裹花。[7]

是佩戴在腰上，有两

（7）花腰带

大片刺绣图案一模一

花腰带是佩戴在系腰带外面，
装饰整个腰

样的方形绣片组成。
制作时将方形绣片的

部，
男女都有佩戴（图 11，
见下页）。花腰帯是花

一组对角向反面对

腰彝族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男士腰带是由女

折，对折后呈现出图

方亲手绣制后送给男方以表达爱慕之情。在

9 中的多边形，之后

2005 年由章家瑞导演的《花腰新娘》曾在电影

再把两片绣片侧边上

界掀起一股热潮，这部电影对花腰彝族服饰作

端合并缝合，最后再

了丰富的展示，其中花腰带的意义得以很充分

将两块绣片的上端固

图 9：花腰彝族女装中的大腰带

的体现。[8]由腰头和腰尾两部分组成，
腰带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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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据个人的腰围尺寸决定，腰头宽 5cm 左

的流苏量逐层递减，珠串与杨梅花流苏形成鲜

右，布满刺绣，腰头两边各绣有一道红白相间

明的色彩对比，
红绿相间。手巾链的布带长约

网格纹，中间绣有一道二方连续花卉元素纹

30cm，宽 5cm 左右，布带上的绣片装饰主要以

样，红色花瓣彩色花心，还有几颗银泡点缀其

马缨花纹为主，其他花卉纹样为辅，色彩都为

中。腰头两端是由银泡组成的多排活扣，一端

红花绿底，还有蓝绿黄三色点缀花心，大小绣

用银圆币作纽子，另一端用橡皮筋作扣眼，
穿

片外围各有一圈红白织网绣作装饰，转角处有

戴时在小腹中部扣合固定。花腰带的腰尾由串

银泡作装饰。绣片的外端接有多串流苏，
大绣

珠和红色杨梅花流苏组成。腰带尾部装饰长约

片一端有一层，小绣片一端却有五层流苏，长

40cm，上端是由彩色塑料圆珠编织而成的菱形

约 30cm，
每层流苏都由绿色塑料串珠和红色毛

网状装饰，网格下方串有绿色珠条，末端接有

线制成，
红红绿绿坠在腰部一侧。

红色毛线制成的杨梅花裹花流苏。

（9）帽子
花腰彝族女帽又称“雄鹰冠”
，帽子由帽
头、
帽身和帽尾三部分组成，
长度约 70cm，
宽约
25cm（图 13）。帽子正反两面色彩各异，
多用彩
色棉布、绒布或亮片面料拼接制成，帽头和帽
尾刺绣装饰最为丰富，帽身装饰较少，帽身与
帽尾中间有一工字褶，突显其立体装饰效果。
帽头是由多块大小不等的矩形绣片组合而成，
整体装饰饱满。每一片绣片外围都有一圈织网

图 11：
花腰彝族女装中的花腰带

（8）抹巾（手巾链）

绣纹样，绣片中部则绣有各种形式的花卉纹
样，
譬如二方连续石榴花纹、独立马缨花纹等。

手巾链是装饰在腰部一侧的构件，用于花

绣片的底布色彩主要有绿色、蓝色和白色，主

腰姑娘劳作时擦手拭面，之后其实用性消失就

刺绣纹样则
要是依据服装的色彩风格来搭配，

只是简单的装饰性（图 12），佩带时将带子中间

都为大红色。帽头纹样多为花卉图案元素，帽

无装饰部分别扎在系腰带上固定，抹巾两端则

子的边缘都围有一圈红白相间的织网绣和狗

自然垂挂在外。[9]手巾链两端各有一块大小不

牙绣纹，
其正面用银泡作为花心点缀。如图 13，

一的绣片装饰，其主要装饰部分是绣片外端的

帽头两侧还坠有几串杨梅花流苏，成人女帽的

红色杨梅花流苏，抹巾一端接有一层珠串流

顶端常有一排直立的红色杨梅花球作装饰。在

苏，而另一端则有五层珠串流苏，并且每一层

配色上花腰彝族成年女帽和老年女帽有较大

图 12：
花腰彝族女装中的手巾链

图 13：花腰彝族女装中的帽子展开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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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部分与成年女裤相同，只有在裤脚外围
一圈有装饰。
（1）帽子
花腰彝族女童帽子刺绣饱满，
造型独特。
女童的帽子名为喜鹊帽，
寓意平安快乐，
孩子
有喜无忧。如图 16，结构与成年女帽完全不
（a）成年女帽

（b）老年女帽

图 14：
花腰彝族女装中的帽子装饰

好似喜鹊的尾
同，
呈平顶圆柱状，
帽尾带翘，
巴，
前面帽檐由一块长

的风格差异，
成年女帽多采用红配绿的对比色组

方形绣片构成，
其上装

如图 14 中的（a）的老年女帽则多用白或
合方法，

饰有一排毛线花球，
帽子

蓝色面料作底布，
再配以黑色和红色作装饰。

上钉有 72 颗银泡，帽耳

帽子的佩戴方式决定了其帽尾装饰的重

两侧各有一串杨梅花和

要性，帽尾的正反两面都有刺绣纹样装饰，
这

两条银链。[11]帽顶为虎头

是因为帽子佩戴时要将帽尾向头顶翻折后直

形，从中也可以看出花

其
立于脑后，如图 14 中的（b），帽尾高于帽头，

腰彝虎图腾的外显，纹

上的刺绣装饰纹样能全面展现出来。帽尾中间

样以马缨花为主，颜色

的工字褶多用彩色布条拼接装饰，帽尾都由绣

为黑底红花。

片组成，而且正反两面刺绣的纹样和布局都不

图 16：花腰彝族女童帽子

（2）上衣

外
相同。正面帽尾的刺绣纹样呈直角对称分布，

女童装上衣彝

围有织网绣和狗牙绣纹样，向内一圈是连续的

。现在
语称
“褟骗撮”

花卉纹样，
中间则绣有两对红色小凤凰。帽尾反

花 腰彝 族 女童 装 的

面纹样呈左右对称矩形分布，外围装饰与正面

上衣结构简单，类似

独立适合纹
相似，
中间则由两片方形绣片组成，

汉族的肚兜，只有前

样，
图案多为成对的鸳鸯纹或马缨花。[10]

片没 有后片 和 袖子
（图 17）。前片从肩

1.2 女童装构成
花腰彝族的孩子自小

线处 向后延伸 至后

就拥有一套或多套母亲为

领一圈，后领中线处

其绣制而成的民族服装。

作开口以便穿戴，其上由银泡装饰成一对三角

花腰彝族女童的构成有两

形，
银币作纽扣。衣片两边侧缝处接有宽条系

种形式，一种比较复杂，款

带，
防止衣片挪动。领口一圈采用贴布绣的手

式和构成与成人女装相

法绣有火焰纹花样，贴布多为绿色，花样外边

似，只是刺绣装饰部份较

缘用红色粗线作锁绣，火焰纹意在祈祷火神驱

少，这种形式的女童装多

使其平安。
散孩子身边的霉气和污气，

2 花腰彝族男装构成

出现在以前。现在花腰女
童装 的 构成 形 式 已经 简

图 17：花腰彝族女童上衣正面

图 15：
花腰彝族女童装正面

2.1 成人男装构成

化，只有帽子、上衣和裤子三部分，其中上衣由

花腰彝族成人男装构成比女装构成简单

多件套装变为单件，帽子与裤子的样式和结构

许多，男装主要由黑长裤、白汗衫、对襟褂、花

与以前形式无太大差异（图 15），童裤的刺绣装

腰帯和绣花凉鞋五部分构成。以前的成人男装

服饰与文化：
非遗研究

图 18：
花腰彝族成年男装中的褂子
正面

图 19：花腰彝族成年男装中的
褂子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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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花腰彝族成年男装中的褂子背面

门襟有一
中最里面常穿着一件立领对襟白衬衫，

案的适合纹样，主要色彩还是以红色为主，黄

排一字扣，
但是现在的花腰彝族男装中的白衬衫

色和绿色作点缀。褂子后片装饰多在衣摆处，
装

直接被现代的白色衬衣取
受到汉族服装的影响，

饰纹样和前片相似，在后片的中上部位常会缝

代了（图 18）。遗憾的还有男士绣花凉鞋也越来

有一片心形绣片，
绣片外围是织网绣，
中间是独

越少有人穿着，这是因为绣花鞋刺绣纹样太多，

立的适合纹样 （图 20），其纹样为连枝马缨花

其观赏性远远大于实用性。

纹，
图案构成自然而又饱满。

（1）对襟褂

（2）花腰带

花腰彝族男装的对襟褂与女装对襟领褂

花腰彝族男子都拥有一条专属自己花腰

的结构和刺绣装饰有着较大的差异。男士褂子

帯，
刺绣精美的花腰带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

结构为对襟立领款，与女装领褂不同的是褂子

的含义。男子的花腰带是由心爱的女子亲自绣

衣身两边侧缝是合并的，但侧缝两边各还有

制并赠送，以表示相互爱慕之意，男子接受了

16cm 开衩。男士褂子刺绣装饰较为丰富，
刺绣

女方的花腰带就代表接受了女子的心意，
在参

的纹样和图案与女装相似。花腰彝族每一套男

加节庆时花腰帯也是男子必配的服饰。男子花

装都是由其男子的妻子或母亲亲手缝制而成

腰帯和女子的样式和结构都一样。

的，衣服上面的每针每线都饱涵了亲人之间浓
浓的爱意。在男子对襟褂的立领、
门襟、
衣摆和

（3）黑筒裤
男裤款式与女士款式大致相同，
常在裤脚

袖笼处都有整圈的绣片装饰，外围绣片为织网

边装饰一圈刺绣图案，装饰纹样与女士相似。

绣，中间为多为平针绣，纹样以二方连续图案

随着汉族服饰文化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越

为主。

来越大，在日常生活中花腰彝族男装中的民族

如图 19 男士褂子的前片上的贴袋为主要

长裤越来越少见。大部分花腰彝族男士只拥有

装饰点，而且还具有实用性。前片衣服下摆左

一件民族对襟褂，
而且只有在节庆的日子里才

右各有一个贴袋是固定位置，胸口处的贴袋有

会穿戴，
这种民族文化渐渐消失的现象让人们

的左右两边都有，而有的褂子却没有，这主要

不慎感到遗憾。

是根据个人喜好来设计的，比较随意。所有贴

2.2 男童装构成

袋外围都有一圈织网绣，里面填充有马缨花图

男 童 装 主 要由 帽 子、 褂 子 和 裤 子 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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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男童帽子为圆

发展其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才不会被现代化

形尖头帽，刺绣纹样多以

社会所消融。花腰彝族服饰构成的研究对融合

连续纹样为主，以前的男

传统民族服饰与现代服饰创新设计的应用具

童帽子顶面也有做虎头

有重要的意义。

形，帽顶绣有一朵马银花

注院 本文中所有图片均为笔者拍摄所得袁

和一圈连续花纹，当地人

其中出现的相关人物袁笔者已经取得本人同意

。
称“罗锅帽”或“小猫猫”

发表袁在此感谢各位花腰彝族人在笔者调研过

男童装的褂子和裤子与

程中给予的热情帮助遥

成年男士服饰的结构和

图 21：
花腰彝族中的男童装

刺绣纹样相似，只是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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